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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虽然该公司的做法颇具争议，但网
上的探讨却非常热烈。有网友说，太好了，这规
定早该出了，避免不必要的尴尬。但也有网友
说，这样的话，自己的好兄弟都不能请了，有的

同事感情很深，如果不能见证自己的人生大事
很是遗憾。

记者采访多位轨道族，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还
原了“同事之间送请柬”的几种尴尬情况。

公司规定员工办喜事

不得宴请同事

你请不请
1月9日，山西新绛县一酒店员工爆料，公司最近下发文件规

定：员工乔迁新居、孩子满月、老人过寿、购买新车等喜事不得宴请
本单位同事，否则罚款2000元，还要退还全部礼金。该事经各大
媒体报道后，引来全网关于“同事之间送请柬”的热议。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据梨视频的采访视频显示，这家酒店的
办公室王经理回应称，这个制度公司一直有，
以前只是总公司有这个规定，这次是把这项
制度推广到各子公司。他还进一步解释，因
为集团内部人员很多，一个人要收礼金的话，
就得收几十万，“而且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
见，邀请这个不邀请那个都不好，人际关系会
有影响。”

很多网友和市民都非常关心，公司作这样的
规定是否合法？昨日，记者联系重庆坤源衡泰律
师事务所律师潘兴旺。他说，首先，法律上没有禁
止员工宴请本单位同事的规定，该公司如果要将
此作为公司的一项规章制度，需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由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另外，
在规定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建议公司尽量只是倡
导，而不应该去强制禁止。”

经理回应

网友热议

该规定是为了人际关系

发请柬，三种情况都为难

全都不请，要好的同事会觉得不被尊重

余玥，今年27岁，她新进入如今这家位于解放碑时代豪苑的公司才4个月，在进公司的
第二个月她举办婚礼。她和老公商量再三，最终决定这场婚礼除了公司主要领导，其余的同
事一律不请。婚礼后，余玥主动请大家吃饭，想给大家解释清楚自己的想法，但好多同事都
推辞不来参加，来的也颇为责怪，“为我们节约这点礼金干啥子哦？幸福时刻不喊我们去分
享一下。”

全请吧，怕面对不熟悉的同事

林健，今年25岁，去年4月进入位于观音桥未来国际的一家企业工作，同年8月林健要
办婚礼。在发请柬的时候他就发了愁，公司上下40多人，他至少有一半不熟悉，但部门同事
却建议他全请，“他们说，公司又不大，一直都是全请的，没有关系。”林健只好全部发请帖。

“最后我微信、支付宝收了十多个红包都是同事的，他们都没来现场，那一刻，我真的很
不好意思，感觉自己像是在敛财一样。”林健说，他现在就盼望那些同事也有喜宴回请，自己
好把红包送回去，“不然觉得特别不好意思面对他们。”

不全请，没收到帖的会觉得瞧不起

吴雨萍，今年26岁，2017年底进入上清寺一家网络公司工作。去年10月结婚的时候，考
虑再三，只请公司部分人参加婚礼，“哟，结婚都不请我哟？”“哎呀，只有从朋友圈才看得到你
的婚礼啦。”婚礼后，公司有些没被请的同事见面后就半开玩笑说。“还有同事告诉我，背后有
些人因为这事议论我，说我选择性请人，是瞧不起没请的那些人。”面对误解，她只有硬着头
皮不开腔，因为没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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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900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6 2 4 7 5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01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2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01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2 3 3 5

中国体育彩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第1900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0 0 1 0 3 0 0 0 1 3

中国体育彩票
足球4场进球

第1900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0 2 0 1 2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1月13日

点评

别让“送请柬”
变成公关事件

智联招聘重庆分
公司市场部经理范静
认为，职场同事关系
微妙，“送请柬”一事
也同样微妙。当两者
结合一起便是微妙异
常，一旦处理不好，一
场温馨的喜宴可能就
变成一个公关事件，
到底该怎么请同事更
妥呢？1、要顺应公司
的传统来考虑，比如
看公司一直以来是流
行宴请全公司上下的
还是请部分的；2、要
注意与同事礼尚往
来，记住同事赠礼的
金额，回礼绝不可低
于收礼；3、对于体贴
人意没请的同事，要
让别人知道你的想
法，通过一些合适的
场合和机会消除芥蒂
和误会。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综 合 服 务
现有江北区建新东路69号临街商
铺多间出租，紧临观音桥步行街。
诚招广大经营商，租金面议。
有意者请来电：15823996838

遗 失 公 告

●重庆市俊龙照明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
高科技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9967501，声明作废●重庆市俊龙照明工程有限公司遗失2016.06.16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578993467D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公司（税
号91500116902895464T）开给重庆恒仁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5936719174）的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1份（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3130发
票号码04972520金额9417元；开给重庆亚幕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税号91500107MA5UQ3LQXT）的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1份（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3130
发票号码04972521金额8453元。特此声明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兆翔物流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郝位均、周正强与你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二倍工资差额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
〔2019〕第209、210号。因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19年3月29日下午14时在重庆市渝北
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7室开庭审理本案。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4日

公告：兹有我重庆琨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各位客户请注意，公告后请在3日内前来公司完善一
切国家税费和每年定期年检，及投车辆保险，3日内不来办理我公司将进行强制灭失注销，后果自负，
车牌号如下：渝 BH9528 渝 BJ8883 渝 BE0169 渝 BH8231 渝 BC5930 渝 BE9769 渝 BH5985 渝
BH7109渝BJ0289渝BC5597渝BG9319渝BE9889渝BC1662渝BG9806渝B32803渝BC7022渝
BG9171渝BC3925渝BG9601渝BC7557渝BE8388渝BG9088渝BC5966渝BG9835渝BC5893
渝BH5590渝BG9167渝BC6252渝BJ2213渝BC6009渝BJ5977渝BG8756渝BA6281渝BG8399
渝 BA3990 渝 BG6891 渝 BH0119 渝 BC3906 渝 BC7650 渝 BA3513 渝 BH0983 渝 BH6075 渝
BC3026渝BC8027渝BA6252渝BJ3035渝BJ0759渝BC3936渝BA5875渝BE1275渝BJ8389渝
BH9828渝BA6383渝BA7051渝BA6393渝BJ1905渝BJ7026渝BA6308渝BC1555渝BC7615
渝BJ5592渝BC8083渝BA6352渝BA8238渝BC5601渝BH7206渝BJ0915渝BC7160渝BC1358
渝BA6636渝BH0773渝BJ0905渝BC3728渝BC5593渝BC2196渝BH9396渝BJ5876渝BC3616
渝BC5955渝BC1502渝BH1995渝BJ5826渝BA6627渝BC8095渝BJ3889渝BJ7003渝BH0535
渝 BC5758 渝 BC5779 渝 BJ6781 渝 BH3828 渝 BH3328 渝 BA3917 渝 BC5615 渝 BG8970 渝
BG9769渝BH7888渝BA6367渝BA6370渝BG9651渝BH2118渝BH7276渝BA6373渝BC3032
渝 BG7699 渝 BJ9006 渝 BA6379 渝 BC3030 渝 BG9962 渝 BH7278 渝 BA6203 渝 BC2521 渝
BG9185渝BH6379渝BA6399渝BC3933渝BE9757渝BH1108渝BC5771渝BC3731渝BG8227
渝 BC5391 渝 BC1887 渝 BH1992 渝 BC6231 渝 BC2568 渝 BH1119 渝 BG9326 渝 BE9750 渝
BC7230渝BH7085渝BH2286渝BJ1875渝BE0201渝BJ3261渝BJ3350渝BJ1020渝BA7092渝
BJ3385渝BH1021渝BG7953渝BC5895渝BJ7807渝BC9361渝BE9768渝BC5371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沙坪坝区毅达织造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6000019792）股东会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声明：本人吴海波 购买重庆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A12-T3-
3206 定金票据 编号0008383 金额20000元 首期票据 编
号0018967金额132787元 权证印花税 预告登记费契税票
据 编号0018968 金额15657.22 元。声明作废
声明：本人余明政 吴海波 购买重庆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
A12-T3-2202 定金票据 编号0008382 金额20000元 首
期票据 编号0018969 金额139074元 权证印花税 预告登记
费契税票据 编号0018970 金额15657.22 元。声明作废

重庆坤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申报公告
根据重庆坤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拟将其持有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重庆绅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同股权受让方重庆绅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商定：本次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公司原股东承
担，为了更好的保护公司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现请与
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包括债权债
务、抵押、担保等），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持有
关证明材料，前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迎宾东
路388号306办公室申报债权债务，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人：秦丹.电话：45677992特此公告.
重庆坤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2日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满山红蔬菜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500232NA000206X）；武隆县山权
畜 禽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 注 册
号：500232NA000338X）合伙人分别研究
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
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滕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8000831712）股东决定，拟将注销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规天矩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078837951F）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重庆春模发畜产品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4000025942，经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布德鲁斯模具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20314885W）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500105MA5UAWAF1D的重庆
今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
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今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诚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9
年1月9日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公司
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债
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李易椿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6664201321的重庆东升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东升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304812091L的重庆市暖窝
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暖窝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遗失2012年3月23日核发的重庆鸿蒙时代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000108147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鸿蒙时代贸易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112565609710）、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5656097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鸿蒙时代贸易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12000108147）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靓嵌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MA5U6PQQ2L）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靓嵌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槿栩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QK2H54）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沃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MA5XE32F6D）股东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沃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遗失桐君阁大药房两江新区开元药房在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城南支行开
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0932301，
账号50050108400000000021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北
碚支公司（税号：91500000903234828F）开给重庆富
鑫仪表厂（税号：91500109678681241P）的重庆增值税
专用发票1份（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2130
发票号码08118958金额2586.39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汉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8MA5UHUGR0G）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汉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K0NL0R）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月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RR0409）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至75万元整。根
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公告：兹有我重庆特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各位
客户请注意，公告后请在3日内前来公司完善一切国
家税费和每年定期年检，及投车辆保险，3日内不来
办理我公司将进行强制灭失注销，后果自负，车牌号
如下：渝BC8750渝BH6355渝BA1600

重庆新欧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具
给成都炎润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增值
税专用发票代码5000182130号码
06056023特此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云阳县王家榜农机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53048170525）
成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
内，请债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实神妙工艺品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232NA000106X）合伙人研究
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
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润生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500232NA000262X）合伙人研
究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
本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俊柯消防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36E56J）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合川区华晟云盛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KM1T6L）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区今长电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305095434E）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黛萱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5007934355）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
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4日

公告：兹有我重庆市壮铭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各位客户请注意，公告后请在3日内前来公司完善
一切国家税费和每年定期年检，及投车辆保险，3日
内不来办理我公司将进行强制灭失注销，后果自负，
车牌号如下：渝 BL3995 渝 BL2686 渝 BL8231 渝
BL9557渝BL7915渝BL5596渝BL2833渝BL0683
渝 BL6799 渝 BL3708 渝 BL7119 渝 BL9231 渝
BL7265渝BL2539渝BL2635渝BL1725渝BL6286
渝 BL5853 渝 BL5896 渝 BL3210 渝 BL5206 渝
BQ1257渝BR0528渝BL7266渝B3813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民本臻品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姚高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案号为渝
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310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
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19年4月1日上
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仲裁一庭203室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鑫聚源畜产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YRXBT1T）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潼南区沣景农业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3MA6033JDX6）成
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人到
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遗失重庆盛畅商贸有限公司开具
给重庆市南桐特种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
代码5000162160号码00154253
（第一、二、三、六联）声明作废

骏龙物流公司渝 D96460 营运证 500222088440 遗失。威亚公司渝 CK5670 营运证
500382014631遗失作废。重庆运翔运输有限公司渝B1002挂LP3WGJB24E0D00004、渝
B1361 挂 LA93JNAE2E1YDA006、渝 B1035 挂 LP3WGJB28E0D00006、渝 B6307 挂
LZ1B13GE5A0017485车辆于2019年1月8日灭失注销。。景泰公司渝BH9955营运证
500103037329遗失作废。曲欣物流公司渝BD9530营运证500222034324渝A99830营
运证500222037429遗失作废。耀富公司渝BS6111营运证遗失。重庆进银物流有限公司渝
BV8353渝BV8062渝BX2969渝BV3366渝B9358挂渝B9930挂渝BA105挂渝A8802挂
渝B9583挂渝BA172挂渝B2982挂重庆进金物流有限公司渝BY6862渝AB667挂渝A9512
挂车辆脱保未年审，未缴纳国家相关税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请在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完
善以上事项，逾期未完善者，公司将向车管所、运管所申请灭失注销处理，后果自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2108925的重庆百喜商贸有限
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百喜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勤兴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Q52YX2）股东
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减到100万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本公司债权人在本公告登
报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
兹有陈尔丽遗失付款单位为：陈尔丽，由重庆巴南
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灯箱履约保
证金：票据号：0003600，金额:500元；】票据日期
2015年12月04日声明作废。特此声明作废，由
以上票据产生的一切纠纷与贵司无关。
冯地华（身份证号码：512201197102172534）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证书，证书编
号：S045000406，注册公司名称 ：中外建华诚城市建筑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注册公司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
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B-0066房间，声明原件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天娇珠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678664441J）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584254089H的重庆
易豆科技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
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易豆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培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7008002875）股东会决议，拟将注
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4日

征 婚 交 友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2年68067355

●遗失杨天惠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13MA5YK3FM1F作废●遗失2010年7月7日核发的重庆全佳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03918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科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3834052828）声明作废●万州区孙家书房路六秀日用品经营部遗失工行重庆太白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3100016109200095408核准号J6670003403801作废●遗失重庆满庭建材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905054815926，声明作废●杨中平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证T渝A052012104270遗失作废●颜锦国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15001200710532386声明作废●刘波遗失人道美城南家园菜市场门面区第
24号摊位保证金收据，金额1200元声明作废●重庆鑫融运输有限公司渝BS3990营运证遗失作废●两江新区雅之汇茶楼（纳税人识别号：92500000MA5XEM5R5Q）遗
失空白发票壹份，发票号码：2939330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迅岭贸易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峰高街道峨嵋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作废●遗失重庆市北碚区铷蔓宾馆卫生许可证正副
本渝卫公证制2009第500109000217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罗大友食用菌种植
场公章一枚，编号5003844006263作废●遗失金鹰女人街鱼洞商场1-25开间保
证金收据，收据号：0019126声明作废●姜迪才遗失2019年01月09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5XWN8Q7W个体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区高氏汽车配件经营部税务
登记证副本510229196009180011作废●遗失璧山区合九建筑工程设备租赁站增值税普通发
票代码5000172320号码03438447-03438461作废●遗失璧山区丁家富华汤锅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代码150001720410号码13798101作废●遗失2010.12.28发陈仕杰执照副本500384600174531作废●遗失何秀残疾证号码51021519370718234621作废●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
遗失渝A8G685营运证500223008047作废●遗失2013.6.6发渝北区悦康电器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500112600581892作废●熊茂杰遗失契税票，完税证明号码：（172）渝地证
18084530，原凭证号320180423000028474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星界网吧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500112200276作废●遗失2016.5.20发杨爽营业执照正本500109607814219作废●遗失华安保险的商业险保单、发票、保卡，保
单号为6130301030220180001145声明作废。●遗失2016.9.8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燕子食品经营部（吴春
燕）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40608527417作●遗失李虹残疾证5102131964032631481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5000183160号码00134340声明作废●遗失刘佳欣《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14089，声明作废。●渝北区妇幼保健院全玉玲遗失医师资格证书，编
号：199850110510224640309004。特此公告●遗失重庆市北碚华兴建筑工程公司（税号：915001092032245659）
增值税发票系统税控盘(编号：33-49992392073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璧山区敬小波苗圃场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5HMK0P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雅琼化妆品经营部税务登记
证副本50038219851117262801作废●黄慧容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1010159遗失作废●遗失段茂从业资格证(J-货运)，证件号
码51052419910314515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鱼洞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16041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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